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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以“办实事”推动开新局
“图书馆办到了市民身边，圆了我

们多年的梦 。 ”在宿州市图书馆埇桥
区沱河街道分馆 ，居民周宇陪着母亲
挑选图书 。 这家分馆藏书近 5 万册 ，
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
“党员干部深入群众 ， 摸清群众所思
所盼，力求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
沱河街道负责人说。

宿州市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
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 在解决问
题 、惠及民生 、推动发展上彰显学习
教育成果 ，确保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办好群众眼前的急事

开好安全稳定新局

6 月 11 日一早， 萧县黄口镇杨阁
村胡德思老人来到“群众说事点”。 “俺
家小麦已熟透， 可现在收割机忙不过
来。”老人焦急地说。“大爷别慌，我马上
联系收割机去您地里。 ”“说事员”陈毛
妮送上了“定心丸”。“说事点真好，老百
姓遇到烦心事，说一说就能解决。”胡老
汉竖起大拇指。

“群众是否满意是检验党史学习
教育成效的标尺。 ”今年，宿州市各级
党组织书记带头， 广大党员干部积极
参与 ，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
践活动，精准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 截至 5 月底，广大党员干
部累计走访群众 77801 人次 、 企业
8421 家 ， 共受理办事需求 131.95 万
件，办结 110.03 万件。

市委 、市政府将办证难 、停车难 、
住房安置、异地购药结算、学生营养改
善等群众普遍关切的现实利益问题 ，
纳入重点民生项目清单， 集中精力调
度解决。 围绕房地产“办证难”，宿州市
采取“一楼一策”、容缺办证、并联审批
等方式，集中解决了一批遗留问题；埇
桥区搭建邻里广场 、 “埇爱·邻里 ”集
市、红色物业“三大平台”，积极回应群
众“问事”，让群众有地方“说事”，找准
群众需求“办事”；砀山县积极开展“美
好砀山我建功 ”， 最大限度 “减证便
民”， 由原来的承诺办结时限 5.16 天
压缩至现在 1.7 天。

办好群众关心的大事

开好民生改善新局

“学党史，办实事，既要立足眼前、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要着
眼长远， 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
制，开好民生改善新局，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宿州市委负
责同志说。

宿州市水利局抢在汛期前， 加快
推进怀洪新河水系洼地治理等水利工
程建设，全面提高各流域排涝能力，确
保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埇桥
区围绕完善提升城区基础设施， 完成
城区一般街巷改造 61 条、新建改扩建
公办幼儿园 11 所； 对城区 11 个街道
150 个住宅小区实施雨污分流改造，目
前已完工 71 个；着力推进银河一路上
跨京沪铁路立交工程建设， 极大缓解
市区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 砀山县将
1837 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政务服务平

台管理，3 个服务大厅、47 家窗口单位
纳入 “好差评 ”评价系统 ，政务服务好
评率达 100%。 灵璧县全力实施“四好
农村路”建设工程，2021 年农村公路养
护计划包括大中修工程 47.65 公里，总
投资 1748 万元 ； 预防性养护工程
124.8 公里，总投资 993.2 万元 。 泗县
组织开展“送岗暖民心”活动，联合 50
余家企业为全县务工人员提供 1000
余个就业岗位；积极推进 11 个棚户区
改造项目， 现已交付 6 个棚改安置房
项目， 确保余下 5 个棚改安置房 7 月
份按时交付。

办好群众盼望的好事

开好经济发展新局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宿州市多个园
区组建了“双招双引”“营商环境”“为民
服务”“文明创建”“园区建设”“园区和
谐”“生态环保”等党员先锋队，为园区
企业解决了一批实际问题，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宿州市加快推进 “一城两区三基

地” 建设， 培育建设皖苏鲁豫交汇区
域新兴中心城市， 打造长三角强劲活
跃增长点。 加快建设皖北承接产业转
移集聚区 ，有序展开 “一中心四平台 ”
建设 。 着力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先行
区， 以灵璧全国新型城镇化示范县为
突破， 加快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
融合发展。 积极打造长三角区域数字
经济基地， 以全国重要的云计算大数
据基地为引领， 深入推进 “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 推进建设长三角区
域现代物流基地 ，建设黄淮海 （宿州 ）
智慧物流产业园“一港十中心”。 高位
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基地 ， 打造一批优质农产品生产基
地、优势特色产业带。 今年一季度，全
市生产总值 504.3 亿元 ， 同比增长
16.3% ；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52.4%，居全省第 2 位 。 其中 ，埇桥区
GDP 经济总量达 171.86 亿元 ，增速为
14.9%，位居皖北第一。

“红色物业”温暖居民心
“大家可以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提出意见。 ”在宿州市埇桥区东关街道
北苑小区 A 区，红色物业项目经理王乐
正在同辖区内居民交流，利用一周一次
的“项目经理接待日”，走进群众中间。

“辖区范围比较大，我们平常听到
群众的声音有限，为了更好地助推小区
治理，我们专门建立‘项目经理接待日’
这种机制，为的就是能更清楚地了解群
众的想法，共同把小区给治理好、管护
好。 ”王乐说。为高效解决业主反映的问

题，“红色物业”定期开展“项目经理接
待日”活动，推动“红色物业”服务理念
深入人心。 今年以来已开展“接待日”活
动 48 次，搜集小区居民意见 540 余条。

为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红色物业开展“跑腿送
到家”志愿服务活动，积极统筹小区服务
力量，充实志愿者队伍，组建“跑腿团”，
开展为业主拎菜、免费快递送到家、帮助
行动不便业主解决困难等活动， 切实把
物业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

老旧小区“改”出新风貌
“从前 ，我们小区脏乱差 ，特别

是各类车辆乱停乱放。 改造后的小
区变漂亮了，管理更规范了，居民心
情也愉快了。 ”宿州市埇桥区南关街
道建行小区居民杨女士说。

这个小区建成年代久 ， 基础设
施薄弱 ，停车难 、充电难 、屋面漏水
等成为困扰居民的 “老大难 ”问题 。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 埇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和南关街道逐户宣传、逐户调研，

设计人员根据业主意见做改造方
案，再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业主意见。
“改不改，居民说了算；怎么改，居民
提意见；好不好，居民来评判。 ”南关
街道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满足居民生活实际需求的同
时，打造优美宜人的居住环境，也是
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重点。今年，建
行小区的健身休闲设施逐步完善 ，
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
营造了和谐健康的生活氛围。

服务零距离 便民不打烊

在宿州市埇桥区沱河街道 ，居
民只需点击手机扫一扫，便可在“沱
河小事通”微信小程序上传图片、视
频等，及时向街道反映困难和问题。
小程序后台工作人员会按照问题类
型， 及时将各类问题流转至相关负
责人处， 大大提高了干群沟通效率
和群众办事便利度。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沱河街道
创新服务手段 ，开发了 “沱河小事
通 ”微信小程序 ，为广大辖区居民
提供便民服务“绿色通道”。 “群众
哪里有需要 ， 哪里就有我们的服

务。 接到居民反映的问题后， 我们
会及时组织网格员和志愿者到实
地查看并及时解决问题。 ” 沱河街
道宿东社区一位负责人说。 在三十
三工程处小区，记者看到几名网格
员和志愿者正在帮助居民解决生
活中的烦心事， 他们分工明确 ，有
的疏通下水道，有的清除屋上的杂
草， 还有的在维修楼道的照明灯 ，
忙得不亦乐乎。 “不用出家门就可
以向社区反映问题，并且能得到及
时解决，真是太方便了。 ”小区居民
高兴地说。

“里子”更坚实 生活有“面子”
“以前只要下雨，一出小区楼道

遍地是水坑， 每次外出都要卷起裤
腿跳着走。 现在下水彻底通畅了，居
民生活更加舒心了。 ”灵璧县广业凯
旋门小区居民高兴地说。

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城区积
水、管网堵塞、雨污混流等问题，党
史学习教育以来 ， 灵璧县投入约
1.88 亿元，对迎宾大道、奇石大道 、
汴河路、解放东路等主干道约 6.334
公里的地下雨污管网进行管网改
造，同时配套实施雨污管线、沥青混
凝土路面、道路交通安全设施、道路
照明、景观绿化等工程。 灵璧县成立

由县长任组长、 常务副县长任副组
长、 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
城区地下雨污管网改造工程建设领
导小组， 抽调相关人员组成工作专
班。 每周的县政府工作例会都要“雷
打不动” 地听取雨污管网改造进展
情况， 县政府负责同志更是每周至
少一次到项目现场督查调度， 全力
推动雨污管网改造项目建设。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 项目施工采取 ‘明挖施
工+顶管施工’ 相结合的思路推进，
虽然增加了工程造价 ， 却是值得
的。 ”灵璧县交投公司负责人说。

“有困难找网格员”
6 月 3 日，家住宿州市恒大御景

湾的李女士反映噪音扰民问题，在
埇桥区北关街道北关社区网格员的
及时帮助下很快得以妥善解决。

日前， 北关社区的网格员王博
雅、徐皓琳在入户登记中，了解到 86
岁老人吴大爷独自一人居住， 生活
很不方便，便时常去看望他，陪他聊
天， 听他诉说， 顺便帮着做一些家
务， 为吴大爷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
困难。

“有困难找网格员”，在北关街道
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被社区群
众“亲证有效”的生活经验。党史学习
教育以来，北关街道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迅速成立网格办，
对街道社区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按
照“一格一员，综合履职”的要求，网
格员定期走访网格内居民，做到知百
家情、办百家事，尽心尽力为居民排
忧解难， 构建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良好局面。

砀山县良梨镇马庄村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图
为村干部帮群众取快递。 崔猛 摄

灵璧县“党史长廊”图文并茂讲述党史，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 张训练 摄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埇桥区党员志愿者帮助农民抢时播种玉米。 李华勋 摄

埇桥区东关街道北苑小区“红色物业”为居民义务理发。 郝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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